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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第 9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 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8 年 6月 21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4：00-18：00 

地  點：天成大飯店（地址：臺北市忠孝西路 1 段 43 號 3 樓翠庭）。 

出席人員： 

一、理 事 會：李嘉嬴、黃水南、吳秋津、洪伸敦、周國珍、 

莊谷中、吳金典、吳宗藩、歐陽玉光、陳文旺、 

李中央、林增松、黃永斐、莊添源、陳淑惠、 

楊佩佩、李麗惠、張美利、張新和、劉春金、 

彭忠義、劉德沼、李秋金、劉芳珍、高溫玉、 

張麗卿、余淑芬、劉鈴美、林束靜、陳清文、 

洪崇豪、黃俊維(理事計 32 人)。 

二、監 事 會：鄭子賢、曾桂枝、周永康、林慶賢、陳美單、 

吳奇哲、林士博、江宜溱、黃景祥、林育存 

 (監事計 10 人)。 

列席人員：高名譽理事長欽明、王榮譽理事長進祥、 

          楊顧問松齡、陳顧問安正、張顧問要進、 

韓會務諮詢啟成、周會務諮詢文輝、李會務諮詢祐誠、 

林會務諮詢漢武、王會務諮詢文讀、黃會務諮詢惠卿 

請  假：劉義豐、簡滄瀴、顏秀鶴(理事計 3人)。 

黃鑫雪(監事計 1人) 

主 席：李嘉嬴      秘書長：高欽明         記 錄：蘇麗環 

壹、報告出席人數（理事 32 人、監事 10 人） 

貳、主席宣佈開會（下午 2：00） 

參、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

    將 108.06. 17  收文之「陳文旺、劉德沼提案」列為第 17 案;餘認可

通過。 

肆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認可通過。 

伍、主席致詞（李理事長嘉嬴女士  致詞：略。） 

陸、監事會召集人致詞（鄭監事會召集人子賢先生  致詞：略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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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長官貴賓致詞：略。 

捌、致頒聘書 

    一、致頒各副秘書長 聘書 

    二、致頒各專務委員會執行長暨各副執行長、主任委員 聘書 

    三、致頒各顧問、會務諮詢委員 聘書 

    四、致頒各名譽理事 聘書 

玖、會務報告： 

一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：會議資料第 10 ～11 頁。 

二、會務、業務部份：會議資料(會議資料第 58～81 頁)。 

三、各公會繳款情形(截至 108.6.21): 會議資料第 12 頁。 

四、第 9 屆理監事職務捐繳款情形(截至 108.6.21)：會議資料第 13

頁。 

五、第9屆理監事禮儀基金收支表(截至108.6.21)：會議資料第 14 頁。 

拾、專務委員會報告：略。 

拾壹、討論事項： 

一、本會 108 年 1月起至 5月份止經費收支表案，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詳附 108 年 1 月起至 5 月份止經費收支明細表暨補充摘要報

告（會議資料第 15 ～ 19 頁）。 

決議： 

(一) 報表欄位功能名稱修改：經費收支明細表中之累計與

預算金額比較欄位內顯示「增加或減少」之文字修改

為「百分比」文字，以提高本表參考功能性。 

(二)修改後通過。 

二、本會擬推薦符合申請登記為簽證人資格之地政士名單(計 2位)案，

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(一)依據本會「地政士申請簽證人推薦辦法」辦理。 

      (二)申請登記簽證人資格名單如下： 

          1.繳款日： 

公會別：南投縣公會。申請人姓名：蔡昀儒。 



第 3 頁，共 12 頁 

申請人聯絡處、電話、傳真： 

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 134 號。T：0928-955138。 

身分證字號：M2203……。生日：57 年○月○日。 

信用查詢結果：無不良紀錄。 

2.繳款日： 

公會別：台東縣公會。申請人姓名：田雪蓉。 

申請人聯絡處、電話、傳真： 

台東縣長濱鄉長濱 258 號。T：0932-664455。 

身分證字號：V2207……。生日：53 年○月○日。 

信用查詢結果：無不良紀錄。 

      (三)補充報告截至目前為止，地政士簽證基金概況如下： 

地政士簽證人人數：173 人 

  地政士簽證人註銷人數：46 人 

地政士簽證基金管理委員會成員：15 人 

地政士簽證基金暨利息總額：$41,143,200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三、本會受理地政士簽證人賴麗娟因無意願繼續辦理簽證業務而擬退出

之申請，故撤回其原資格之推薦並經所屬轄區主管機關廢止該簽證

人登記，提請追認案，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(一)依據本會「地政士申請簽證人推薦辦法及相關規定」第

四、五項規定辦理。 

(二)前揭應予撤回推薦地政士簽證人資格者，名單如下： 

  賴麗娟簽證人 

      (1)所屬公會：台中市公會 

      (2)簽證基金預計退還日：113 年 4月 14 日 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補充說明：本案係經臺中市政府 108 年 4 月 15 日府授地價

二字第 1080082569 號函，予以廢止該簽證人

登記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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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會擬新增聘任第 9屆名譽理事陳榮杰等 5人案，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(一)依據本會名譽理事及顧問聘任辦法第 2條規定辦理。 

第 2 條：合於下列資格者，得由本會會員及理事提報理事長，經
理事會決議後，聘為名譽理事： 
一、現任各直轄市、縣市公會理事長而未擔任本會理監  
    事且熱心協(贊)助會務者。 
二、曾任各直轄市、縣市公會理事長，熱心會務並協（贊）  
    助本會推展會務者。 

(二)本案擬新增聘任名譽理事人選名單，詳表列如下： 

NO 理事長姓名 性別 所屬公會 

1 陳榮杰 男 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

2 藍翠霞 女 台中市地政士公會 

3 葉建志 男 嘉義縣地政士公會 

4 蘇名雄 男 嘉義市地政士公會 

5 鄭瑞祥 男 台南市南瀛地政士公會 

(三)以上被提名人選，敬請  公決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五、本會擬新增聘任第 9屆顧問案，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(一)依據本會名譽理事及顧問聘任辦法第 3條規定辦理。 

 (二)本會擬新增聘任之顧問人選為： 

    蔡其昌立法委員、洪宗熠立法委員、李俊俋立法委員、 

張宏陸立法委員、管碧玲立法委員、、壽若佛律師（廈

門大學知識產權法律組博士生、東吳大學法學碩士、文

化大學法學士） 

決議：修正加入江啟臣立法委員後通過。 

第 3 條：合於下列資格者，得經理事會決議後，聘為顧問： 
一、中央民意代表且關心本會權益者。 
二、專家學者，具有地政專業知識為社會所尊崇且關心本會權益者。 
三、律師具有地政、法律專業知識，提供本會有關諮詢服務且關心本會權益者。 
四、本會前一任名譽理事長及監事會召集人，於卸任時未擔任本會理監事者。 
五、直轄市公會之理事長於卸任未滿該會一屆且未擔任本會理監事者。 
前項第一、二、三款，得由各級公會提報本會理事長，經理事會決議後，聘任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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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會擬新聘任第 9屆地政士簽證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李嘉嬴理事長

等 15 人及有關機關、團體推薦代表案，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(一)查「地政士簽證責任及簽證基金管理辦法」第 6 條條文

如下：           

本會置委員 11 人至 15 人，就下列人員聘任之，其中 1

人為主任委員，由委員互選之： 

          1.地政士 5人至 7人。 

          2.專家學者 4人。 

          3.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 1人或 2人。 

          4.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代表 1人或 2人。 

          前項委員由全國聯合會提報理事會決議後聘任之。 

          第一項地政士人數不得超過委員人數半數。 

(二)本案擬新聘任委員之各項人數及名單，分述如下～ 

1.「地政士 5人至 7人」部分之委員名單： 

李嘉嬴(本會理事長)、鄭子賢(本會監事會召集人 92.09.26

簽證人)、陳安正（92.9.18 簽證人）、倪慶忠（92.08.21

簽證人）、洪伸敦（92.09.22 簽證人）、劉義豐（本會副理

事長）、周國珍（本會常務理事）。 以上計 7人。 

         2.「專家學者 4人」之委員名單： 

陳立夫(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教授) 

楊松齡(中國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主任兼環境設計學院院長) 

彭建文(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教授兼主任) 

高欽明(德霖科技大學不動產經營系 副教授) 

         3.消費者保護團體(函請推薦單位: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

基金會、中華不動產仲裁協會)及中華民國律師公會

全國聯合會等各 2位委員名單，由本會另行函請推薦

代表人選。 

(三)以上被提名人選及相關推薦代表人選案，是否有當，敬

請公決。 

決議： 

(一)本案贊成、反對意見，業經表決結果如下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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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理事會：贊成 19 人，反對 12 人。 

2.監事會：贊成 7人，反對 1人。 

(二) 本案經表決後通過。 

   七、為感念甫於 1 0 8 年 5 月 2 7 日驟然辭世之本會會務企劃委員會副主

任委員-謝玲玲女士對於會務推展的用心付出與努力貢獻，殊堪令人

敬佩，故擬追贈致頒表揚狀乙幀，以示本會永恆謝忱及哀思紀念，

提請同意案，請 審議。 

      說明: 前謝玲玲副主委亦係為本會黃理事永婓夫人，本案如蒙同意

辦理，將委由黃理事代表接受表揚，以期完成其夫人遺願，

功德圓滿。 

      決議: 照案通過。 

八、關於本會各項會議召開（會員代表大會除外）及會務活動舉辦等通

知，擬採行電子數位(e)化方式，以響應節能減碳原則及爭取會議

時效案，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(一)本會對於日常會務運作所需召開各類型會議或舉辦會

務活動等之通知方式，除年度會員代表大會外，擬採

以「line」 、「e-mail」為主要通知管理工具。惟此

做法，如有少數個案希望維持傳統郵寄紙本需求者，

仍可電洽本會秘書處登記處理。 

(二)以上擬採取之通知管道方式等事宜，是否有當，敬請  

討論後公決。  

決議：通過除會員代表大會外，本會日常各項會議召開通知暨會

議紀錄以及會務活動舉辦等通知，均予採行電子數位(e)化

作業方式。惟如有需紙本補行郵寄給予提供者，仍可電洽

本會秘書處登記處理。 

附帶決議：通過本會各類會、業務訊息等通(轉)知之進行，除採

電子郵件(e-mail) 寄出方式外，將另以本會官網手機

成立之 line 會務群組 1. 【本會各理監事】2. 【各公

會理事長】3. 【各專務委員會主任委員】等 3 個群組

為本會發文傳遞資訊之主軸管道。 

 

九、建請續繳中華民國不動產聯盟總會常年會費 NT$40000 元（含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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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自行負擔部分）提請同意案，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(一)依據本會上屆(第 8 屆)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

理，有關該決議相關內容。 

(二)中華民國不動產聯盟總會為集結、建置各不動產相關產

業（協）公會間近距離的溝通平台組織，以持續與不

動產相關產業（協）公會友好互動，敬請惠予同意。 

(三)本會推派之 10 名會員代表，應自行負擔每年會費

NT$2000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十、為研擬地政士業永續發展對策、因應地政網路化趨勢，及對不動產

地政相關政策與專業法令等重要議題，提出研究分析與建議，貢獻

專業智能等，本會擬成立研究智庫，以供本會未來運作發展及政府

制定政策之參考，惟是否有當，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本會智庫專司研究，為一諮詢單位，爰就地政不動產

相關法規、稅制、政策、制度等重要議題，提出研究

分析與建議方案，藉由研究蓄積能量滋養全體會員，

使本會面對複雜的政策或法規問題時能快速正確回

應，提升地政士展現不動產專業顧問應有的職能素

養，藉由實務經驗結合理論深度共創產官學間最佳政

策方向。 

（二）智庫組織簡則草案（會議資料第 20 ～ 21 頁）。 

（三）本組織簡則如蒙同意訂定，有關召集人人選併請提名

訂定，敬請討論後公決。 

決議： 

(一)通過成立本會之研究智庫。 

(二)智庫組織簡則草案經修正後通過（如後附件）。 

    修正部份如下： 

1.第 1條：刪除其中「地政士法第 34 條」等文字。 

2.第 4條：(1)將「提報理事長」修正為「提報理事

會」。 

(2)增加「，其等任期與該屆理、監事任

期相同，連聘得連任。」等規定文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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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一、本會擬於 108 年 9月 27 日、28 日舉辦「108 年度教育訓練研

習」2天 1夜研習營活動，提請同意案，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(一) 依據 108 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 

(二) 本研習營以精進深耕地政相關專業法規、提升職能服

務層次為主軸規劃，參酌 108 年 4 月 11 日「研商 108

年度教育訓練營第一次籌備會暨現場勘查企劃會議」

(會議資料第 22～23 頁)建議辦理。 

(三)108 年度教育訓練研習營，相關擬訂事項如下： 

1.舉辦日期：108 年 9月 27 日(星期五)、9月 28 日(星

期六)共計 2天 1夜 

2.舉辦地點：高雄市前金區六合華園大飯店 

3.承辦單位：高雄市地政士公會、高雄市大高雄地政士

公會 

4.費用負擔：預計參訓人數：280 人 

每位學員負擔約：2,896 元(無住宿者) 

每位學員負擔約：3,696 元(有住宿者) 

(四)研習營課程暨相關執行程序，授權教育訓練委員會、會

務企劃委員會、福利聯誼委員會及承辦單位共同研商

辦理。 

(五)有關本案之上開各擬訂事項，是否有當，敬請 討論後

公決。 

決議： 

(一)修正通過參加學員費用負擔金額。 

每位學員負擔約：2900 元(無住宿者)。 

每位學員負擔約：3700 元(有住宿者)。 

(二)本次研習營活動暫收款於支付相關活動費用後如有結

餘時，將捐贈本會，以資有效統籌經費運用。 

(三)餘照案通過。 

 

十二﹑本會籌辦「地政士業務發展研討座談會」南、中、北三場座談會

活動經費預算，分別提請追認及討論後公決案，請 審議。 

         說明: 

(一)依據本會第 9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第九案決議續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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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 

(二)本會預估案由所揭座談活動，每場次所需經費預算為

NT$55000 元內，惟仍以實支費用單據為覈實報銷原

則，惟是否有當，敬請討論後公決。 

(三)詳分別提供南部場(6/17) 、中部場(7/24) 、北部場

(7/31) 議程海報各乙只(會議資料第 24 ～ 26 頁) ，

供請 參閱。 

決議:通過本案所規劃編列研討座談活動之每場次經費預算額度

$55,000 元。惟有關各場次其中各項細目費用所需額度，

則授權本會學術發展委員會詳予精心審慎執行辦理。 

十三、關於本會章程第九條、第十六條啟動修法機制事案，請  審議。 

         說明： 

（一）本會章程第 9條、第 16 條規定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擬建議交付企劃委員會、地政研究委員會聯席討論，

第 9 條 本會會員選派代表出席本會，稱為會員代表。會

員代表人數按各會員公會之會員人數每滿 60 人

選派一名會員代表，但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縣

市地區合併前，已加入本會之每一會員公會應有

會員代表至少 2 人外，其後加入本會之每一會員

公會應有會員代表至少 1 人。 

         各公會會員人數以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時之上年

度 6 月 30 日為計算基礎。 

第 16 條 本會置理事 35 人組織理事會，監事 11 人組織監

事會，另置候補理事 11 人，候補監事 3 人，由

會員代表於代表大會用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。 

前項理、監事當選及候補當選名次按應選出名

額，以得票多寡為序。票數相同時，以抽籤定之。

但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縣市地區合併前，已加

入本會之每一會員公會應有理事當選名額 1 人；

每一會員公會監事當選名額以 1 人為限。 

理、監事遇有缺額時，分別由候補理、監事依次

遞補，以補足該任任期，不受前項但書之限制。 

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、監事候選人參考名

單。其有關選舉辦法由理事會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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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九月份理監事會提出聯席會討論。 

        決議:照案通過。 

十四、關於以全聯會名義向立法院陳情，建議律師執業範疇維持於「…

辦理訴訟事件部分…」事，提請同意案，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(一) 依據本會 108 年 5月 23日全地公(9)字第 1089122 號

函徵詢各會員公會意見及同年 6月 3日召開研商行政

院「律師法修正草案」之相關部分疑義條文會議結論

辦理。 

(二) 查律師法修法草案立法院已一讀通過，其中第 127 條

第 1項第 2款內容，將「訴訟事件、非訟事件、訴願

事件、訴願先行程序等對行政機關聲明不服事件。」

等，均納入律師執業範疇（除依法令執行業務外）若

逾越接辦即屬違法，須負刑責。地政士接辦訴願事

件、訴願先行程序等對行政機關聲明不服事件時，須

以「與地政業務有關事項」為前提，否則既有觸法風

險。例如，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（名下僅有存款、股

票無不動產）、法人設立登記、票據事件等是否為「與

地政業務有關事項」！ 

(三) 地政士法第 16 條之歷史條文及立法理由分別如下： 

 

民國 90 年 10 月 24 日訂定（現行有效條文） 

第 

16 

條 

地政士得執行下列業務： 

一、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事項。 

二、代理申請土地測量事項。   

三、代理申請與土地登記有關之稅務事項。 

四、代理申請與土地登記有關之公證、認證事項。 

五、代理申請土地法規規定之提存事項。 

六、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。 

七、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之簽證。 

八、代理其他與地政業務有關事項。 

立法理由 

地政士其主要業務與地政相關業務息息相關，舉凡代理申請土地登

記有關之稅務事項、行政救濟（包括訴願、再訴願及行政訴訟）、

公證或非訟事項、代理申請土地測量事項、申請土地法規規定之提

存事項、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、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之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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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等，皆為地政士之業務範圍。 

 

(四) 準此，本次律師法修正將其執業範圍無限擴大，忽視

其他法律族群的專業，更戕害民眾選擇的權益，綜

上，對於律師法修正草案，本會除持續關注外，建議

應提出反對意見，惟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決議：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附帶決議： 

    1、本會將於 9月份前分別向立法院各黨黨團提出陳情

說帖，以確保本業執業權益。 

2、為明確依地政士法第 16 條與地政業務相關之非訟、

訴願等救濟規定，必要時將就修正本條文方向努力。 

 

十五、為因應「本會第 9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、監事之選舉事宜

被告」事，提請同意聘任律師案，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詳提供相關參考資料如下： 

1.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一份(會議資料第 27～ 29 

頁)。 

2.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通知書一份(會議資料第 30

頁)。 

3.民事起訴狀、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各一份 

4.建議授權理事長遴聘律師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十六、本會第 9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地點及日期訂定案，請 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預定召開本會第 9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擬訂事

項如下： 

(一)日期：108 年 9月 26 日(星期四)下午。 

(二)地點：高雄市。 

十七、為建請全聯會應將地政士簽證人報名參加「107 年度地政士簽證

人聯合研習營活動」所繳納之費用新台幣 2000 元，予以全數退

還各該繳費之地政士簽證人乙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     （提案人：陳文旺常務理事、劉德沼理事  連署人：黃俊維理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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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108 年 5 月 31 日桃地士公(十

二)字第 1080128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有關案情之說明及申請理由，敬請詳參後附文件

(如附件)所示。 

三、經核，本案申請人申請全額退還所繳費用乙事，似非

無理由。爰為維護地政士簽證人權益，以符法制，依

來函所囑，共同提案如上。 

決議：本案無期延期。 

拾貳、臨時動議：  

提案人：楊佩佩理事     

案由：為彌補電子郵件接收成功率未能百分之百的不足缺失，建請本

會應予新增成立有關與所屬各會員公會理事長暨會務人員之

會、業務聯繫功能性群組，以供專責接收本會函文、活動通知

等訊息，惟是否有當，提請公決案，請 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拾參、散    會：一﹒會後續敬邀與會全體人員參加聯誼餐會。 

                二﹒承蒙台北市地政士公會贊助提供本次會議全體與會

人員，每人水果餐盒乙份，耑此致謝。     

 

主 席：李嘉嬴             記 錄：蘇麗環 


